
限值

《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

（GB5749-2006）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100 ≤15 ≤1 无 ≤3
无异臭

异味

出厂水≥0.30且≤4

管网水≥0.05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07 无 无 0.69 0.57

管网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5 0.10 无 无 0.69 0.18

检测

结果

（2018年9月）

2018年10月10日

为切实做好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综合治理工

作，保障公路安全畅通，遏制公路超限运输行为，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2016

年第62号） 以及《宁波市公路超限运输管理办法》（市

政府令第 232 号） 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现将

S215 盛宁线东钱湖段投入使用的公路治超电子检测设

备设置点位公告如下：

S215盛宁线K12+500（象山方向）。

特此公告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交通管理所（公路管理段）
2018年10月10日

关于启用东钱湖公路
治超电子检测设备公告

宁海梁皇山景区隶属于宁波乡旅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拟招商引进高空体验项目，采用企业自建、自主经营
的模式，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商，公告如下：

1、项目名称：宁海梁皇山景区高空体验项目。
2、项目选址：梁皇溪南涧与中涧地带。
3、项目建设规模：投资预估：8000万元人民币。
4、招商条件

（1）投资方必须在宁海注册成立独立法人资格企业。
（2）投资方必须在国内投资有3个及以上高空项目。
5、优惠政策及配套服务

（1）项目建设投入后的扶持优惠政策，参照宁波市关
于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

（2）项目投资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将
由景区业主方宁波乡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协调解决。

6、联系方式：何经理，0574-87092656
截止日期:2018年10月20日，欢迎来电垂询洽谈！

宁海梁皇山景区高空体验项目招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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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曹剑） 昨天，宁波市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部门通报了不久前查处的“问
题地图”系列案件，10 家企业依
法受到处罚，有的被罚款 1万元至
3 万元，有的停业整顿 10 日至 15
日，有的被没收违法所得，非法地
图全部被没收。

2018 年初，海关部门先后向
宁波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移送
疑似“非法地图”案件线索。经查
验，涉案地图五批2.96万余张。这
些“地图”有的无审图号，有的错

绘国界线，漏绘钓鱼岛、赤尾屿和
南海诸岛等重要岛屿，均为非法
出版物。经初步调查，这些“问
题地图”系国内的外贸企业承接
国外订单后拟出口销售给德国、
美国等境外客户，而且涉案企业
大多数并非宁波的企业。经上级
行政部门指定管辖，宁波市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部门对系列案件涉
及的浙江省内 10 家外贸企业分别
予以立案。

在新闻出版、海关、测绘等行
政机关的共同协作和兄弟省市地区

文 化 市 场 行 政 执 法 部 门 的 配 合
下，宁波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
门经过数个月的不懈努力，查明
苍南县某工艺礼品商行、义乌市
某贸易有限公司等 7 家外贸企业
构成了出版、发行非法地图的违
法行为；浙江某印刷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某印业有限公司等 3 家
印刷企业构成了印刷非法地图的
违法行为。

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出版物，
从编制、绘制、审核到出版、印
刷、发行、出口、进口等环节，法

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要求。相关法
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
版、展示、登载、销售、进口、出
口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的地
图，不得携带、寄递不符合国家有
关标准和规定的地图进出境。近年
来，有关部门针对“问题地图”开
展了一系列的整治行动并取得了积
极成效。但是，“问题地图”仍然
屡禁不绝。宁波此次查处的系列案
件是全国首例“问题地图”出口案
件，也为外贸企业承接地图进出口
订单敲响了警钟。

宁波查处全国首例“问题地图”出口案件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员
唐慧晔） 昨日下午,海曙区文联与
高桥镇人民政府举行了合作试点共
建文艺特色示范镇的签约仪式。在
签约仪式上，双方约定的共建内容
有：海曙区文艺家协会与村文化礼
堂结对、文艺精品乡村题材创作、
建立“大手拉小手”学校书画教育
对接精准服务机制等，签约合作期

为3年。
梁祝文化流传千年的高桥镇历

史人文底蕴深厚，素有“文化之
乡”的美誉。近年来，高桥镇积极
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八百年高桥会、“蝶恋高桥”艺术
节及文化旅游月等活动精彩纷呈。
高桥镇辖区内有梁祝文化产业园、
宁波古玩城及多家书画院、博物馆

等文化阵地，同时培养和发展了一
批群众文化团队。该镇芦港村曾荣
获“全国书香社区”称号，成立的

“遇见你”读书会远近闻名。全镇
有 9个文化礼堂，民乐村文化礼堂
被评为省级五星级文化礼堂。高桥
镇政府负责人表示：“这次高桥镇
与区文联签约 3年的战略合作，希
望通过开展培训、创作、比赛、展

览等活动，发掘和培育一批好的文
艺苗子，打造高桥镇书画特色品
牌，培养一批民间书法家、画家，
同时培植一批文化礼堂、社区基层
文化示范点，繁荣和活跃高桥镇的
群众文化。”

海曙区文联负责人表示，区文
联与乡镇结对合作共建文艺特色示
范小镇，是区文联推进文艺服务社
会大众、服务镇乡振兴战略的首创
之举，以此推动区内文艺家成为乡
村文化振兴、培育基层群众文化的
中坚力量。

海曙区文联与高桥共建文艺示范小镇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王志勇） 一张记录当年工人运动
的老照片、一封谈论工运活动的
旧书信、一件曾见证职工运动的
劳动工具，家里的老物件里，是
否承载着自己满满的回忆，也见
证着宁波工人运动的点点滴滴。
近日，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为
了进一步充实馆藏，宁波工人运
动纪念馆向社会广泛征集宁波工
人运动 1840 年至 2018 年间相关
史料、实物。

据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位于鄞州区演武巷内的宁波
工人运动纪念馆是我市省级文保
单位、市党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了进一步
充实完善馆藏内容，挖掘珍贵历
史资料，更加真实、生动、形象

地再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宁波工
人运动可歌可泣的光辉诗篇，市总
工会决定向社会广泛征集宁波工人
运 动 1840 年 至 2018 年 间 相 关 史
料、实物。据悉，本次征集活动的
范围包括与宁波工人运动有关的史
料、实物，其中既包括照片、信
函、文稿，也包括家具、办公用
品、生活用品、劳动工具、衣物、
文具、书籍等。

凡提供的史料、实物被纪念
馆采用并陈列的，市总工会将给
予提供者相应的采用费，同时注
明 史 料 、 实 物 的 来 源 ， 以 资 纪
念 。 对 提 供 的 文 字 资 料 、 照 片
等，如本人有保存意愿的，总工
会将在扫描复制后归还原件。对
提供征集线索者，市总工会同样
给予一定奖励。

市总工会征集工运史料实物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吕茂盛） 从今天起，一场名为

“海岛雅韵”的书画展在宁波美
术馆4号厅揭幕，展出的65幅书
法国画作品均由象山四位草根书
画家创作。

此次现场展出韩和平、张建
军、蒋宪曙、梁真理四人的“追梦
之作”，有山水花卉、书法小品
等，皆古拙质朴，清新淡雅，取材
于家乡实景，饱含真情。据悉，此
次书画展将举办至18日。

象山书画家展示“海岛雅韵”

近日，宁波市青年越剧社团送
戏下乡来到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
为村民送上脍炙人口的 《十八相
送》《玉堂春·游园》 等折子戏。
演员们精湛的唱腔、优雅的身段，
让观众一饱耳福和眼福。

（丁安 项晓婷 摄）

青年社团
送戏下乡

【上接第1版】
构建统一规范的办事事项和

办事指南体系，对准居民“一证
通办”、企业“一码全办”的目
标，加快解决“信息孤岛”问
题，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
涉政中介机构和各类公共服务机
构延伸，深入推进“无差别化全
科受理”……

“过去，我们仅仅从单个事
项考虑如何优化审批流程、提高
审批效率。而‘最多跑一次’改
革，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服务理念
上的重大提升。”江北区审管办
工作人员彭学清说。

惠企通商，关键的“堵点”
在于投资项目的审批落地。今年
6月，我市印发 《宁波市企业投
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最多

100 天”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推行
带方案招拍挂、施工许可承诺即办
等措施，同时出台《关于推行“标
准地+承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等配套制度，为项目落地加速。

“没想到，项目落地后进展得
这么快！”近日，宁波时尚品牌服
装生产基地项目进入开工阶段，经
办人李志燕难掩激动之情。仅用
60 天时间，该项目就完成了从立
项到开工建设所有的审批流程和手
续。

改革实现率 87.9%，群众满意
率 96.5%……宁波，正以审批制度
改革服务保障“六争攻坚”，以群
众的满意度作为标准，向改革要速
度，向体制要优势，不断朝着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乘风破浪，奋勇向
前。


